
【本刊訊】本校1 0 2級畢業晚會
《夢想起飛》於5月9日晚6：30在
活動中心熱鬧登場!課外活動組與
畢聯會精心規劃，精采活動讓畢

業生在畢業前留下難忘回憶。知名

歌手Bii、謝沛恩及宇宙人接力演
唱多首成名曲，全場驚叫聲此起彼

落，氣氛「HI」到最高點。
　今年畢業晚會找來活潑搞笑的小

甜甜主持，一登場就用幽默的話語

和現場同學互動，同學笑聲不斷，

以掌聲和尖叫聲與台上歌手互動，

揮舞手中的螢光棒隨音樂起舞，有

的坐在地上，有的圍成一圈，愉悅

之情溢於言表。

　知名藝人B i i一開唱，引爆全
場，帥氣的Bii讓台下女生尖叫連
連，人氣組合宇宙人樂隊動感有趣

的「一起去跑步」，在場同學也一

起隨著他們搖擺跳舞，帶動晚會另

一波高潮，當演唱「大志若魚」

時，主唱小玉貼心地鼓勵同學，畢

　發行人／龔瑞璋 校長　　中華民國102年6月15日

一○一學年度（102級）

日間、進修部暨附設進修學院校畢業生畢業典禮

Cheng Shiu University

親愛的畢業生們：

  優質人才培育攸關國家競爭力

，高等技職教育在培育中小企業

、產業人才，各位在學期間已習

得實務技能，蓄積各種職能核心

能力，猶如登山步步往上爬，準

備攻頂，站上制高點！

  本校自95年度起獲得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補助，又於102年度

獲得教育部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

畫補助，能屢次獲得國家大型計

畫，不僅學校辦學獲得肯定，且

挹注大量教育資源，充實教學設

備，例如：「千人業師」、「業

師協同教學」鼓勵課程與業界接

軌；規劃就業能力之課程地圖，

培育就業核心能力；以實務為導

向的專題製作、校外實習、業界

參訪、各種職級技能證照輔導等

提供職涯探索，另海外實習、參

加國內外發明展、各種校外競賽

等開展學生專業領域視野，舉凡

種種豐富的學習生活，無不奠定

同學們日後就業競爭力。

  今天，各位在校完成學業，成

為高等教育的技職人才，無論是

二專、二技、四技、碩士、博士

；日間、進修或在職專班，都是

「正修人」。學校目標在於培育

兼具科技與人文的全人教育，每

學期課堂的專業知能、敬業態度

與職業倫理，每個校園生活的日

子，步履穩健地攀爬學習高峰，

過程有艱辛、挫折；有成功與喜

悅，累積無數甘苦經驗，如今，

站在視野遼闊高處，俯瞰個人理

想風景，昂首闊步人生旅程。

　早在十五年前，那時的＜正修

工專＞，已注重學校攜手業界合

作，與許多中小企業簽訂產學合

作聯盟，培育企業所需人才，縮

短學用落差。現在＜正修科技大

學＞，以過去奠定基礎，與更多

大型企業簽訂產學合作聯盟，共

同培育人才，同學們及早接觸業

界，了解就業趨勢，培育實務技

能，透過產學合作，提供同學們

就業機會，逐步累積就業實力。

  同學們畢業在即，踏入社會各

行各業追逐各自夢想。賀喜之餘

，勉勵全體畢業生持續散發學習

熱忱與毅力，勇於接受各種挑戰

，平日言行以「正心修身」自律

，兢業職守、奮發上進，成為「

止於至善」的正修人。唐朝詩人

王之渙《登鸛雀樓》詩云：「欲

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實

務技能奠定自信，專業倫理淬鍊

態度，站在制高點，繼續攻頂更

高峰！謹此祝福全體畢業同學

　前程似錦！

 校長 龔瑞璋  謹識
10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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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頂  站上制高點

《夢想起飛》

【本刊訊】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妝

‧新世代」畢業展演，4月12日盛
裝登場，透過晶彩、銀影、幻化、

放色、Blossom、No Turning Back
及 雨過天晴七大創作主題，呈現
時尚彩妝的前衛創新，人魚幻化的

「人魚裝」驚艷全場。

　第一屆生技彩妝學位學程的畢業

班同學展現四年學習成果，設計千

變萬化令人耳目一新的彩妝，搭配

獨特服飾，在伸展台上秀出學生的

美麗與自信。

　本次畢業展演的七大創作主題與

創作理念分別有「放色」，運用色

彩三原色紅、黃、藍，因比例、光

線及飽和度的不同，形成許多繽紛

豔麗的顏色，再搭配模特兒的肢體

語言，展現多元色彩感。

【本刊訊】本校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築‧城市》畢業成果展，以「高

雄」在地設計為主軸，於4月29日
-5月3日在高雄市政府中庭登場，
運用友善空間、環境改造概念設計

操作，50多組作品包含全齡生活、
智慧綠環境、在地文化與產業議題

，學生作品近距離呈現在民眾面前

，龔校長表示，建築系同學四年學

習專業而創作的作品，件件都是嘔

心瀝血之作，在職場相當具有競爭

力。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102級畢業成
果展今年的主題為《築‧城市》，

與高雄市友善城市發展的脈絡接軌

，展現學生對高雄市在地環境的關

懷，展出創作包括《高雄遊艇探索

館》、《左營眷村文化特區》、《

美濃湖遊客中心》等。

　本屆「築‧城市」意象轉化為

QR-Code程式符碼，藉由各類行動
上網裝置，連結至畢業班的粉絲專

頁，進一步了解學生操作畢業設計

的努力過程與最終成果，得到多元

迴響。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主任蔣曉梅表

示，今年的畢業成果展除主展場外

，並參與中華民國設計師協會於高

雄市駁二藝術特區舉辦的「青春設

計節」及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於

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主辦的「第二

屆全國室內設計/空間設計聯合畢
業展」，攜手全國建築設計群學生

，彼此激盪創意，提高設計概念視

野。

【本刊訊】幼兒保育系畢業公演是全系年度盛事，動員所有幼保系師生，服

裝道具製作、舞台燈光音效及編劇編舞、執導，全由學生一手包，演員服裝

都以現成有的為主，依適合自己角色的個性打扮，呈現應有的造型，巫婆裝

扮為單純的黑色西卡紙帽子，裙子則是澎澎裙，披風以黑色輕柔質布料製作

，狗狗以帽子裝飾為耳朵，褲子是吊帶褲，縫上白茸茸尾巴，兔子演員的褲

子採用不織布，手工量身訂做，有2隻紅蘿蔔做裝飾，縫上白色毛茸茸的尾
巴，道具的製作也很用心，處處可見同學的巧思與創意。

　2012年12月7日在圖書科技大樓登場的「巫婆的魔法棒」兒童劇，除學校
附設的托兒所小朋友外，來自鄰近的幼稚園及托兒所小朋友也到場觀賞有趣

的童話故事，將整個會場擠得水洩不通，許多工作人員只能席地而坐。

　整個故事圍繞在ㄍ一噗噗巫婆和她的魔法棒，一開場以多媒體方式呈現包

括義大利比薩斜塔、羅馬競技場、中國萬里長城等地標性景觀，寓意巫婆到

處遊歷；飛到森林累了，就直接坐在樹下休息，竟然睡著了，此時來了一隻

「屁屁貓」，躡手躡腳的將巫婆身旁的魔法棒給偷走了，當巫婆一覺醒來發

現魔法棒竟不翼而飛，展開一連串的尋找旅程。

處處見巧思

業生要像歌詞所說的一樣，努力走

自己的路。

　來自大陸的交換生易暉說，第一

次到台灣參加畢業晚會，真的太新

鮮了，和大陸非常不一樣，台灣的

氣氛非常好，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看到自己最喜歡的宇宙人，更是親

切。

　企業管理系畢業班同學說，畢業

晚會將成為大學美好的回憶，很高

興和同學在這裡相聚，一起聽歌，

一起high，終於可以近距離和藝人
接觸，感覺非常棒!

幼保系畢業公演
《巫婆魔法棒》

附設學院二技企業管理系

─莊曉涵(左)

20歲時，一場嚴重車禍，昏迷10
個月後才甦醒，車禍重創腦部，

導致記憶力、語言能力、行動能

力喪失，仍堅持完成大學學業。 

　值得一提的是「幻化」，它的創

作理念源自海洋，海底世界神祕又

夢幻，讓人好奇的是那海中神秘傳

說「人魚」，想像人魚幻化成人類

上岸，各種人魚代表不同的海底生

物，只見穿著「人魚裝」的模特兒

悠遊於伸展台，手臂妝彩魚鱗般的

藍色系，營造出如夢似幻的海洋世

界。

日間部四技資訊工程系

─楊鈞茹

罹患先天性心臟病，就讀大學

期間，考取電子商務規劃師（

ECP)等11張專業證照，且在學成
績優異。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築˙城市》畢業成果展

展現在地環境關懷

【本刊訊】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妝 變萬化令人耳目一新的彩妝，搭配

生彩學程首屆《妝‧新世代》畢業展演  



日間部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李懿芳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陳秋杏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莊雅婷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黃亭蓉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化工與材料工程研究所／歐祐騰

營建工程研究所／邱偉翔

電子工程研究所／黃頎恩

機電工程研究所／謝旻璋

電機工程研究所／潘宏偉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李蓉姍

資訊工程研究所／林琮倫

經營管理研究所／陳愉庭

資訊管理研究所／洪瑞展

財務金融研究所／朱芳敏

休閒與運動管理研究所／蕭純薇

傑出表現獎／黃頎恩

四技

工學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權展

第二名：陳聖郼

第三名：蔡宜潔

第四名：洪玫英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吳佩錡

第二名：謝廷暉

第三名：廖雅翎

第四名：陳敬鎰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鄭岳庭、沈佳慶

第二名：林煜融、林連森

第三名：何建豐

第四名：蔡竣宇

第五名：邱黌壬

第六名：郭哲安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士軒

第二名：詹益誠

第三名：黃羿鳳

第四名：吳銘嘉

第五名：施尚

第六名：張瑛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致穎

第二名：張耿銘

第三名：李政弘

第四名：黃俊凱

第五名：洪翊修

第六名：曾龍貴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界宇

第二名：王薇婷

第三名：林心奕

第四名：林千茵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簡忠韋

第二名：凌于涵

第三名：黃于真

第四名：葉妃環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張一中

第二名：曾紫楹

第三名：楊鈞茹

第四名：叢培文

影像顯示科技學位學程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承翰

第二名：李泓毅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懿芳

第二名：康芳雯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周家源

第二名：許義金

第三名：蔡玉琴

第四名：何柏廷

第五名：吳月華

第六名：劉靜慧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雯雯

第二名：陳芳琇

第三名：陳鄉寶

第四名：郭秀萍

第五名：楊宜蓁

第六名：陳穎禎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盈伶

第二名：陳佳欣

第三名：李侑晉

第四名：盧佳吟

財務金融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莊雅婷

第二名：蘇鈺雯

第三名：黃馨嫻

第四名：趙庭瑄

生活創意學院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學業

優良獎

第一名：廖郁安

第二名：黃亭維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亭蓉

第二名：蘇郁婷

第三名：許珮棋

第四名：李卉宥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宛蓉

第二名：連珮娸

第三名：阮文婷

第四名：葉于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裴雅涵

第二名：王怡雅

第三名：邱婷蓉

第四名：許承揚

觀光遊憩學位學程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怡萱

第二名：吳蕙伶

傑出表現獎

陸克強、許友誠、力得恩

林佳勳

服務熱心獎

王佑誠、陳立典、陳文輔

葉乃豪、凌于涵、郭育容

蔡宛蓁、郭苡婷、薛樹安

趙勤佑、黃　俊、彭盈禎

蔡侖縈、黃霈懷、楊舒婷

呂升瑋、蔡雅雯、王曉婷

陳思穎

德育優良獎

洪玫英、羅翊綸、謝廷暉

陳敬鎰、沈揚傑、蔣進輝

林峯民、黃　珩、陳立典

張智任、陸克強、許友誠

吳冠霖、葉乃豪、陳聖發

黃彥穎、黃伊婷、黃　俊

曾紫楹、林承翰、裘承憲

陳淑菁、劉靜慧、郭姿廷

龔群雅、黃霈懷、洪宇威

李思嫺、陳佳欣、蔡欣霈

呂升瑋、周美妤、林姿辰

李卉宥、羅季函、洪若平

鄭之柔、王怡雅、徐翊甄

學習楷模獎／楊鈞茹

二專

電子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陳秋杏

第二名：黃任鴻

企業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俞沛伶

第二名：錢俊佳

進修部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倪健華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胡慧君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邱湘勛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曾淑芳、高慧玲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力淑惠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歐英斌、荊永娟

　　　　王藍華

四技

土木與工程資訊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曾予瑄

第二名：莊川慶

電子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劉家豪

第二名：鄭家衛

第三名：葉家齊

第四名：曾祈仁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義有

第二名：鄒佳展

第三名：劉家慶

第四名：羅晨誌

電機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廖偉帆

第二名：康修維

第三名：黃逸薘

第四名：張永宜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洪瑄蔓

第二名：謝佳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張凱量

第二名：許筱婷

資訊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倪健華

第二名：蘇啟銘

第三名：黃國俊

第四名：侯強勳

國際企業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秉翔

第二名：鐘文君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謝靜怡

第二名：張志村

第三名：李欣縈

第四名：沈芯羽

第五名：黃韋僑

第六名：黃士軒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裴怡婷

第二名：蔡宗偉

第三名：陳映杏

第四名：陳家沂

第五名：蘇晉育

第六名：楊育宗

財務金融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邱湘勛

第二名：陳鴻儒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力淑惠

第二名：李錦善

第三名：王廷雯

第四名：謝欣倪

應用外語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朱振平

第二名：謝婕妤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梁倩如

第二名：張惟淨

第三名：許芷婷

第四名：陳志明

第五名：潘品雅

第六名：范靖琦

傑出表現獎／黃文裕

服務熱心獎

陳承毅、許明華、邱冠達

張國顯、黃建華、陳立夫

郭芯蕙、林奕如、王珮蓉

何俊毅、王毓君、林均鴻

劉家豪、王仁軒、許竣維

黃絲瑩、曾繁明、郭濬韋

簡怡欣、邱子維、葉晏均

德育優良獎

李向勻、許明華、葉晏均

陳志明、吳元生、洪琮智

張桂通、張惟淨、吳明澤

林奕如、蔡宗偉、楊育宗

曾予瑄、陳鉅翔、王珮蓉

王雅萍、鄭永松、鄭力瑋

葉彥男、黃絲瑩、張長升

周榮祥、陳柏伸、蘇啟銘

沈宏霖、陳冠豪

二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曾淑芳

第二名：陳新典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歐英斌

第二名：江定華

服務熱心獎

歐英斌、曾淑芳

德育優良獎

歐英斌、李旻芳

週六日班二技

機械工程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胡慧君

第二名：廖竑宇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高慧玲

第二名：顏秀華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荊永娟

第二名：劉佳玉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孫宇嫻

第二名：曹淵琮

服務熱心獎

孫宇嫻、陳敬文、胡慧君

德育優良獎

何淑絹、胡鼎裕、孫宇嫻

鄭易騰

回流專班二技

幼兒保育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藍華

第二名：鄭淑芬

服務熱心獎／王藍華

德育優良獎／伍惠莊

附設進修院校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李文寶

工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胡皓鈞

管理學院在職專班學業特優獎四技

第一名：王傳榮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技

第一名：譚欣瑜

管理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柯素珍

生活創意學院學業特優獎二專

第一名：楊芷蕾

二技

生技彩妝學位學程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許秀碧

第二名：洪淑娟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李文寶

第二名：陳明富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譚欣瑜

第二名：蔡義雄

第三名：侯錦燕

第四名：陳信雄

資訊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江于溱

第二名：李旻蒨

服務熱心獎

陳明富、周文 、張睿玲

周心蕙、陳信雄、林國榮

姜彩玲、孫文櫻、陳正翰

鄭耀正、鐘國榮、王載明

江于溱、陳淑婷、楊家豪

蘇桂香、王淑玲

德育優良獎

陳明富、洪淑娟、陳信雄

邵怡雯、江于溱

學習楷模獎／莊曉涵

二專

機械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林建和

第二名：陳勝忠

電機工程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胡皓鈞

第二名：戚本驊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黃任崧

第二名：王泰元

企業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柯素珍

第二名：鍾兆平

第三名：李秋賦

第四名：許秀華

第五名：蘇婕甯

第六名：吳玉婷

資訊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蔣勇暐

第二名：溫源得

第三名：許芳

第四名：陳佩雯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楊芷蕾

第二名：陳淑瓊

第三名：賴月敏

第四名：唐庭瑋

第五名：洪麗秋

第六名：簡維裕

服務熱心獎

陳銘彥、黃任崧、陳淑瓊

簡維裕、洪天祐、潘奇鋆

李季鐘、簡宏懋、朱姵嘉

邱郁雯、鄭美娥、梁德勇

德育優良獎

鍾尚佑、洪天佑、鍾兆平

李秋賦、許宏宇、葉紋君

簡淑芬、黃 玉、簡維裕

牛富裕、梁德勇

在職專班

碩士班
研究生研究獎

經營管理研究所／朱世立

資訊管理研究所／章富涵

服務熱心獎／葉祝君

四技

企業管理系學業優良獎

第一名：王傳榮

第二名：黃中村

傑出表現獎／黃勝彰

服務熱心獎

李政家、洪憶心、張儀中

陳璟璐、黃國森、王傳榮

德育優良獎／姜伯勳

1 0 1 學 年 度 （ 1 0 2 級 ）

第四名：趙庭瑄

生活創意學院

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學業

優良獎

第一名：廖郁安

第二名：黃亭維
1 0 1 學 年 度 （ 1 0 2 級 ）1 0 1 學 年 度 （ 1 0 2 級 ）

畢業生榮譽榜畢業生榮譽榜畢業生榮譽榜畢業生榮譽榜
日間、進修部暨附設進修學院校


